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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科蔬菜断根顶芽斜插式自动嫁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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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传统人工瓜科嫁接方法及机械自动嫁接方法的操作步骤及特点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断根顶芽斜
插式自动嫁接方法，研制出斜插法嫁接实验台。试验结果表明，斜插机械自动嫁接法可以解决直插法存在的作业不稳定、
接穗易脱落等问题，并且通过嫁接实验得到斜插自动嫁接法的成功率可达到 90%。该方法具有工序简单、稳定性高、易
于推广和工厂化集约生产、具有很重要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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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设施农业的迅猛发展，蔬菜设施
农业已成为现代农业生产中最具有活力的新型产业之
一。然而在蔬菜设施栽培中最容易受到连作障碍、枯萎
病等土传病害的危害，而采用嫁接技术已成为克服上述
问题的有效而经济的措施。因此，作为一项无公害技术
和节能措施，蔬菜嫁接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在国内外果
蔬实际生产中，并且在许多国家蔬菜嫁接育苗生产已经
实现产业化，如日本山口园艺种苗中心早已采用系统化
生产技术，年生产嫁接苗 1 650 万株，高峰时日嫁接蔬菜
苗 12 万株；荷兰的种苗公司也已开始大规模生产销售黄
瓜等蔬菜嫁接苗，并开始出口。在我国，蔬菜嫁接技术
也几经得到广泛应用，如在北京近郊、山东寿光等蔬菜
设施产业区普遍采用嫁接技术，并获得了较高的经效益。
蔬菜嫁接生产时令性很强，生产周期很短，是一项
时间紧迫、作业量大、劳动强度高的生产工作。随着果
蔬作物种植面积的快速增加，嫁接种苗生产具有巨大的
市场需求，而采用人工嫁接作业，嫁接效率低，劳动强
度大，嫁接成活率低，很难满足嫁接生产的时间要求。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目前许多国家都在积极进行蔬菜自
动嫁接技术的研究，自动嫁接技术是集机械、自动控制
及园艺技术为一体的高新技术。在农业发达的国家，如
日本已经研制出自动及半自动蔬菜嫁接机，并实现蔬菜

嫁接机的商品化，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发展蔬菜自动嫁
接技术，形成产业化，对促进我国嫁接苗工厂化集约生
产，实现果蔬设施生产产业的自动化具有重要的实际意
义。
实现蔬菜嫁接苗工厂化、集约化生产，开发出实用、
低成本的蔬菜自动嫁接装置，其关键技术之一是要选择
一种高效的嫁接方法。本文通过对目前存在的各种嫁接
方法进行探讨分析，对比其特点，为设计开发新型、实
用、低成本的蔬菜自动嫁接机提出适合的嫁接新方法。

1

瓜科蔬菜主要人工嫁接方法及特点

瓜科蔬菜的嫁接方法比较多，最基本的有靠接、插
接、劈接和贴接（图 1），随着嫁接技术的发展，由此又
衍生出许多新的嫁接方法。在实际生产中采用什么样的
嫁接方法，则要根据嫁接对象种类、嫁接时期、生长状
态、操作者的熟练程度等具体情况而定。

图 1 蔬菜嫁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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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靠接方法及其特点
如图 1a 所示，靠接法的作业步骤：1）用刀片或是
竹签切除砧木苗的生长点；2）砧木切削：在砧木苗下胚
轴距离子叶节约 0.5～1 cm 处用刀片沿与下胚轴 30～40°
角，自上向下斜切 6～10 mm 的切口，深度约为下胚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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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的 2/3；3）接穗切削：在接穗苗下胚轴短轴方向距离
子叶节向下 12～15 mm 处以 30～45°角，自上向下斜切
6～8 mm 切口，不切断苗，切口深达下胚轴茎粗的 3/4
左右；4）砧穗嵌合：将切好后的砧木和接穗切面对齐，
迅速嵌合，用嫁接夹或是薄铝片等夹住固定接口并用土
埋好接穗的根部；5）嫁接 10～15 d 后砧穗伤口愈合，用
刀片在愈合伤口下切断接穗根部，并将砧木去掉心叶，
然后取下嫁接夹[1-4]。这种方法要求接穗种子播后 3～4 d、
幼苗出土后再播砧木种子，高温季节可同时播种，种子
可播在同一个营养缽中[5]。当砧木真叶半展开，黄瓜的子
叶展平、第 1 片真叶破心时为嫁接适期[6]。
靠接法嫁接苗伤口容易愈合，并且由于愈合期内接
穗带自根，嫁接初期易于管理，成活率高。接穗苗越大，
下胚轴越粗壮，砧穗在伤口结合处维管束结合越好，嫁
接苗成活率越高。但是采用靠接法，嫁接过程中存在操
作方法相对复杂，速度慢、功效低、需要夹持固定物；
在后期管理过程中，要进行砧木去除心叶、接穗断根及
去除夹持固定物，同时由于嫁接伤口处于砧木子叶以下，
嫁接苗定植后伤口离土表近,易感染土传病害[1,4,6-7]。
1.2 贴接方法及特点
贴接法也被称为单子叶切除法，如图 1 b 所示操作步
骤为：1）砧木切削：要求先去掉砧木生长点和一片子叶，
然后在生长点处（最好达到下胚轴直径一半以上位置）
沿与下胚轴呈 35°，斜向下切削一刀，形成长为 5～10 mm
的椭圆形切口；2）接穗切削：在接穗子叶节下 8～10 mm
处，与胚轴成 30°，由上至下斜切一刀，切口与子叶方向
垂直为斜面，大小应与砧木切口斜面一致；3）将切好的
接穗沿斜面切口贴在砧木切口上，用嫁接夹或薄膜等固
定[2][4][8-14]。一般砧木育苗要比接穗早播 3～5 d，当砧木
第 1 片真叶长到 2.0～5.0 cm、接穗第 1 对真叶刚张开时
为嫁接最适时期。
同靠接法相似，采用贴接法要求砧木和接穗的下
胚轴茎粗尽可能接近，以利于伤口愈合。因此，砧木和
接穗育苗时机和嫁接时机是嫁接成功的关键。贴接法操
作简单易学、工效高、嫁接成活率高，并且可以一次性
彻底除去砧木生长点。但是贴接法需要固定夹持物，愈
合后需去掉夹持物，在定植后接口易碰断，管理时需要
注意[13]。另外采用这种方法, 由于接后占地面积较大，这
对于集约化工厂式生产嫁接苗的单位又难以适应[15]。
1.3 插接方法及特点
如图 1d、e、f 所示，插接法有直插法和斜插法，近
年来又衍生出许多新的方法，如顶端斜插法[16]、顶端双
斜插法[17]、顶端正浅斜插法[18]、改进型顶插法、插皮接
法[19]等。插接法的操作方法：1）砧木处理：用刀片或是
插扦挑去砧木苗的真叶和生长点，然后用插扦在下胚轴
顶面向下插入 4～5 mm。插扦穿孔时要一次完成，不得
重复，并且要准，深度适宜，插扦尖端不可穿破表皮；2）
接穗处理：在接穗子叶节下 5 mm 左右处，沿与下胚轴成
30°左右角度斜切断，形成 4～5 mm 长椭圆形切面，切面
一定要平滑， 要一刀切准， 不得复刀；3）插接：从砧
木上取下插扦，将带有子叶的接穗插入插扦孔内，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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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度，以切面与砧木插孔平齐为度，使接口吻合密接。
插接法嫁接时要求接穗苗稍小些，砧木苗应大些，因此
砧木要比接穗早播种 3～5 d，当砧木第 1 片真叶长出 3～
5 cm，第 2 片真叶 0.5 cm，接穗子叶完全展平，真叶 1 cm
左右为嫁接适宜苗龄[1-2,5,16-18]。不管采用哪种插接法，在
砧木处理过程中，插入插扦时都要注意以下 3 点：一是
避免插破砧木子叶；二是避免插扦插入过深，插入砧木
下胚轴的髓腔内，使嫁接后嫁接苗成为自根苗；三是避
免插穿砧木的表皮。
由于插接法操作方法简便，容易操作，速度快，工
效高，劳动力成本低，适于大面积推广应用，是目前生
产上最为常用的嫁接方法。插接法伤口部位都比较高,在
砧木子叶之上，远离土表，不宜感染病害。当采用顶端
斜插法时，嫁接后接穗斜靠在砧木的一片子叶上，起到
扶持固定接穗的效果，不需要夹持固定物。但由于品种
不同的接穗在嫁接期内下胚轴茎粗具有不均一性，在插
接过程中插扦孔与接穗间松紧度难于恰到好处，降低成
活率。并且在采用直插法嫁接时插扦插孔时易出现插劈
砧木的现象[1,6-7,15]。
1.4 劈接方法及特点
根据劈接深度的不同，劈接法一般分为半劈接和全
劈接两种形式，半劈接是指将砧木下胚轴劈开切口宽度
为胚轴茎粗的 1/2 左右，如图 1c。采用劈接法，对砧木
和接穗的下胚轴茎粗要求不是很严格，嫁接时根据砧穗
茎粗差异程度选择采用具体劈接形式。瓜科蔬菜劈接法
操作要点：1）砧木处理：首先去除砧木的真叶和生长点，
然后用刀片从两片子叶中间，沿下胚轴中央或一侧垂直
向下纵切，切口长约 1～1.5 cm；2）接穗处理：从接穗
子叶节下方 2～3 cm 处向下斜切胚轴，形成楔形面，切
面长约 0.8～1 cm；3）将切好的接穗插入到砧木切口内，
使砧木和接穗表面平整，以便对齐后用嫁接夹或其他固
定物等固定[4,13,20]。
劈接法的嫁接部位较高，防病效果好，但由于瓜科
砧木下胚轴内部有髓腔，在采用劈接法嫁接时砧木维管
束只在插入的一侧发达，相对一侧不发达，容易破裂，
嫁接后管理困难，并且嫁接速度慢，所以在瓜科蔬菜嫁
接中应用很少[4,13,20-21]。
1.5 双断根嫁接法及特点
断根嫁接法是由北京是农科院蔬菜研究中心首推的
一种新型嫁接方法，如图 1f 所示。与传统插接法相比，
采用断根嫁接法要求砧木要比接穗提早播种 7～15 d，当
砧木第 1 片真叶展平，第 2 片真叶刚露心，接穗子叶展
平、变绿时为插接最佳嫁接适宜期。具体操作方法与插
接法类似，不同之处一是首先要对砧木进行断根处理即
从砧木子叶节向下 5～6 cm 处水平切断，然后将砧木真
叶和生长点去除掉；二是在嫁接后将已嫁接好的苗直接
扦插到装有营养土 、浇足底水的穴盘或营养钵中，插扦
深度 3 cm 左右。注意营养土中的肥料应比传统嫁接方法
减少 1/2～1/3，过高的养分不利于诱导新根[21-23]。
与传统的砧木带根嫁接育苗不同，断根嫁接法是去
掉砧木原有根系，诱导砧木产生新根，具有以下优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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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接方法容易掌握，操作方便，降低劳动强度[23-24]；2）
新诱导的根系无主根，须根多，有利于增强根系的活力，
表现在定植后缓苗快、看低温性能增强、吸水能力及抗
旱性增强、坐果数多等[25-27]；3）砧木原有根系被去掉，
可减少嫁接苗根伤流液，愈合效果好，提高嫁接苗成活
率[24]；4）可提高嫁接苗的一致性和整齐度，有利于嫁接
苗工厂化生产和管理，在瓜类蔬菜工厂化育苗产业中易
实现嫁接苗的标准化生产[22,24-25,28]。但是断根法嫁接时砧
木由于不带根，无法从土壤中吸收水分，当环境不适时，
极易发生萎蔫，从而降低成活率，故对嫁接苗管理要求
较为严格。
1.6 其他嫁接方法及特点
针式嫁接法：针式嫁接法是日本蔬菜生产者开发出
的一种新的嫁接方式，采用断面为六角形、长 1.5 cm 的
针（陶瓷或是硬质塑料制成），将接穗和砧木连接起来[29]。
针式嫁接新法与传统嫁接法相比，技术环节简单，操作
容易，采用针作为连接无，省去了摘除夹子的工序，提
高嫁接速度[30]。
套管式嫁接法：采用具有良好扩张弹性的橡胶管或
塑料管作为嫁接结合材料，将砧木下胚轴斜切断后套上
专用嫁接套管，再将接穗的下胚轴对应斜切后插入套管
内，与砧木贴合在一起。与嫁接夹作业方式相比较，套
管具有价格低廉、提高嫁接苗伤口宝石性能的特点，并
且随着嫁接苗的成长，套管可自动剥落[31-32]。

2

机械式瓜科蔬菜自动嫁接方法

综合以上对各种瓜科蔬菜自动嫁接方法操作过程及
特点分析，可以发现蔬菜嫁接是一个复杂的、技术性要
求很高的作业过程，目前人工嫁接蔬菜速度慢、效率低、
费工费时，已经难以适应嫁接苗集约化工厂作业的要求，
各国研究工作者积极开展了对蔬菜自动嫁接机的研发工
作。
嫁接苗集约化生产的特点是批量和规模化生产，因
此在集约化育苗生产中心采用的都是穴盘育苗进行生
产，而靠接、劈接法不适于穴盘育苗生产，因此目前在
瓜类蔬菜集约化生产中主要采用的嫁接方法为顶端直插
嫁接法（图 1d）和贴接法（图 1a）2 种。
2.1 目前所采用的嫁接方法
自 1986 年日本开始对机械式自动嫁接机进行研究，
到目前所采用的嫁接方法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2.1.1 贴接法
切除砧木 1 片子叶和生长点，斜切去接穗下胚轴形
成与砧木相对应的切口，用嫁接夹将砧木和接穗固定。
1987 年日本率先研发蔬菜嫁接机，并先后研发出 G871、
G892、G913[32]，以及 GR800B 均采用的是贴接法[33-34]；
我国中国农大张铁中教授研制出 2JSZ-600 型蔬菜自动嫁
接机，采用单子叶贴接法完成自动化嫁接作业过程[32][35]；
这种方法在机械上比较容易实现，但在机构设计过程中
需要设计专门自动输送嫁接夹的机构，增加了自动嫁接
装置的复杂性；另外由于瓜科砧穗下胚轴茎粗差异较大，
为了减小这种差异必须严格控制砧木和接穗的播种时间

及调整栽培环境条件；最后当嫁接苗愈合后还需人工将
固定夹去除。
2.1.2 靠接法
除日本外，韩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也开始研究嫁
接机，其嫁接机采用靠接法，操作者可自选不同速度进
行嫁接，但由于该机工作效率地，自动化水平不高，对
砧穗苗木适应性差而限制了推广使用[32]。我国山东潍坊
农业机械研究所研采用靠接法研制出 SJZ-1 型蔬菜自动
嫁接机，其工作原理类似于韩国自动嫁接机[36]；长春自
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与韩国合作采用靠接法研制出主要用
于瓜科嫁接的自动嫁接机[36]。
2.1.3 平接法
将砧木和接穗切断后，利用粘接剂、套管及针等固
定物将砧穗结合在一起。1990 年日本 TGR 研究所研制开
发的 KGM0128 型嫁接机采用的是平接法，利用生物粘接
剂和固化剂代替嫁接夹固定砧穗；2003 年日本洋马公司
推出了 T600 小型半自动瓜科嫁接机，
采用了 V 型平接法，
[32]
使用专用透明嫁接夹固定砧穗 。这种方法同贴接法一
样需要设计专门机构实现这一过程，使嫁接机整机机构
复杂、成本增加。
2.1.4 断根顶芽直插法
断根顶芽直插法：首先去除砧木原有根系后，挑去
砧木真叶和生长点，然后用插扦在砧木生长点切口处垂
直向下打一深约 5 mm 孔；再将接穗在子叶节下方 3～
5 mm 处削成楔形面，长约 5 mm，；最后，将切好的在接
穗插入砧木孔中，使砧穗切面紧密吻合。在 1993 年中国
农业大学张铁中教授率先在我国开发研制的瓜科自动嫁
接试验台架即采用了直插嫁接法[37]；另外东北农业大学
辜松教授采用顶端直插断根嫁接法研制出 2JC-350 型和
2JC-500 自动瓜科蔬菜嫁接机[38][39]。断根顶端直插法简
单、易行、成活率高，不需要任何固定物，简化整机机
构，而断根法又具有须根长势旺、利于工厂化生产和管
理等优点，在瓜科嫁接机研发过程中被广泛采用。但直
插嫁接法也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1）接穗茎上产生的不
定根很容易沿砧木髓腔到达突然而使嫁接苗成为自根
苗，因此要求嫁接机的作业精度很高；2）直插法嫁接时
插扦插孔易插裂砧木；3）嫁接过程中不使用固定物，仍
存在作业不稳定的现象，搬运过程中受到振动、碰撞等
外来作用时，接穗易脱落。

3
3.1

机械式自动嫁接新方法

断根斜插式机械自动嫁接方法的确定
基于以上对现有瓜科蔬菜嫁接方法和机械自动嫁接
方法及存在问题的探讨分析，结合我国现阶段手工嫁接
较为普遍采用顶端斜插法，笔者认为在机械自动嫁接机
上可以将断根顶芽斜插嫁接法作为一种新方法，因为该
方法具有以下优点：1）不需要嫁接夹等固定物，操作便
利、工序简单，易于实现机械作业；2）斜插法不易插裂
砧木，并且接穗插接比较牢固；3）嫁接愈合后不再需要
人工去除嫁接夹等固定夹持物，便于管理；4）断根嫁接
后发生的须根增强了嫁接苗抗逆性和生长势，提高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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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成活率和整齐度，利于工厂化集约生产；5）目前我国
手工嫁接普遍采用顶芽斜插发法，易于推广应用。关于
斜插式机械自动嫁接法国内外尚无先例，采用这种方法
也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
断根顶端斜插法的操作过程如图 2 所示：1）砧木去
根上苗；2）砧木去除真叶和生长点；3）插扦对砧木进
行插孔；4）接穗斜切削成楔形切面；5）拔出砧木上的
插扦，将切削好的接穗斜插入砧木；6）下苗回栽。
采用插接法进行嫁接，其基本原理是最大限度地将
接穗和砧木之间的维管束接通，而又不与砧木髓腔相通。
因此首先要了解瓜科砧木生长点及髓腔内部形态结构特
征，确定斜插的插入点及最佳斜插入射角范围，为斜插
式自动嫁接机的设计和制作提供参考依据，从而提高自
动嫁接的作业精度要求。

Fig.2

图 2 斜插断根嫁接法流程
Root pruning and hole-oblique insertion hypocoty grafting

3.2

断根斜插式自动嫁接试验台的设计
自动嫁接机的设计要注意的是作业对象是蔬菜幼
苗，幼苗非常纤细嫩脆，为了避免对幼苗作业部位造成
损伤，要对夹持、切削、插扦等与幼苗接触部件以及作
业时间进行结构优化设计，实现对整个嫁接过程的快速、
准确、不伤苗。根据上述要求设计的断根斜插式自动嫁
接实验台如图 3 所示，它包括了砧木夹持机构、接穗夹
持输送机构、砧木插孔机构、接穗切削机构构成。

在嫁接机的控制系统开发过程中，要求控制系统根
据图 2 所示的嫁接作业流程实现在一定时间内各具体作
业机构统一协调完成各自规定动作，具有可靠性好、扩
展性好、性价比高及良好的开发环境，以便于缩短研发
周期。综上所述，斜插式自动嫁接实验台的控制系统开
发过程中选择了以 PLC 为控制器，通过程序控制执行气
缸、传感器等工作部件，实现连续作业。
3.3 断根斜插式自动嫁接试验台的实验
在上述斜插式自动嫁接实验台上，以白籽南瓜为砧
木，黄瓜为接穗进行斜插试验。以 45°为插扦入射角进行
了实际斜插嫁接试验。实验步骤如下：
1）首先在砧木上苗处，把去除了真叶和生长点的砧
木送入砧木夹持机构，然后进行砧木插扦打孔，并保持
打孔签停留在砧木内部；
2）将接穗送入到接穗夹持机构处，进行接穗切削；
3）将插扦从砧木上拔出后，接穗夹持运送机构迅速
将切好的接穗送到砧穗对接位置，并将接穗插入到砧木
插扦孔内，完成嫁接。
实验结果分析：
1）插入情况分析：在 100 组插接试验中，完全插入
的结合有 92 组，插入成功率为 92%。根据观察，造成插
接失败的原因有以下几点：a）接穗本身弯曲、偏斜造成
对插偏斜过大；b）接穗切削过程中切刀冲击力过大，造
成接穗偏斜。c）压苗片设计的形状和尺寸不合理，压苗
片打开时接穗苗带出,造成失败。由于黒籽南瓜比白籽南
瓜下胚轴粗，嫁接插入效果要好于白籽南瓜。
２）嫁接苗愈合情况分析：嫁接 1 周后，检查其成
活率高达 90%，因此蔬菜自动化嫁接技术的研究对提高
嫁接速度、减轻劳动强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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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砧木 2.砧木夹持机构 3.砧木插口机构 4.接穗夹持运输机构

Fig.3

图 3 斜插嫁接装置示意图
Hole-obliqueinsertion hypocotyl automatic grafting
mechine

结

论

1）结合国内外蔬菜嫁接机的发展情况，笔者首先通
过对目前瓜科蔬菜嫁接方法及机械自动嫁接方法的操作
过程及特点进行探讨分析，提出一种新的机械式自动嫁
接方法——断根顶芽斜插式自动嫁接方法。
2）斜插断根自动嫁接方法由于不用任何固定物，简
化了整机结构设计，嫁接后接穗靠在砧木的一片子叶上
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提高了接穗的稳定性，并且易
于推广，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3）初步的试验结果表明，斜插断根自动嫁接法的插
入成功率为92%，成活率为90%。还有一些具体问题和机
械结构设计有待进一步完善，以提高嫁接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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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接穗 6.接穗切削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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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pruning and hole-oblique insertion hypocotyl automatic grafting of
cucurbitaceous vegetables
Ma Zhiyu1, Mu Yinghui2, Luo Xiwen1, Gu Song1
(1. Key Laboratory of Key Technology on Agricultural Machine and Equip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Guangzhou 510642, China;
2. )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echniques of manual grafting and automatic grafting in the word,
the mechanical automatic grafting alternatives are proposed and the apical bud oblique and root pruning hole insertion
automatic grafting is developed. The grafting test results show the hole-oblique insertion hypocotyls automatic grafting
can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of the vertical insertion grafting, for example job instability, scion easy to fall off and so on.
And the rate of success of the apical bud oblique insertion techniques by mechanical automatic grafting is 90%. It is a
easy-to-handle and high stability method that easy to intensive promotion and factory production with a very important
value in use.
Key words: cucurbitaceous vegetables, automatic grafting, hole-oblique insertion hypocotyl grafting, root pruning hole
insertion grafting

